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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100米跑成绩极限在哪里？

人类的100米跑当然有极限，
但是极限在哪里，不会有明确答
案。可以明确的是，人类可以依靠
科技的力量来创造更逼近极限的
成绩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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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育儿补贴金
月发500元有破冰意义

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
政府的财力也不一样，在制定支
持政策时可以参考其他地区的做
法，但绝不能“一刀切”。

“金牌能值多少钱”
论调可以休矣

如果将金牌等于金钱，
相当于抹杀了运动员成长
背后的体系支撑。

质疑“打分不公”
更需要体育专业主义

7月31日，东京奥运会女子100
米决赛，牙买加三位女飞人包揽前
三名，汤普森以10秒61夺冠并创造
新的奥运会纪录。此前的奥运会赛
会纪录是乔伊娜在33年前的1988年
汉城奥运会上创造的10秒62。人类
的100米跑当然有极限，但是极限在
哪里，不会有明确答案。可以明确的

是，人类可以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创
造更逼近极限的成绩和奇迹。

目前人类百米最快的速度是牙买
加飞人博尔特于2009年在柏林世锦赛
上创造的9秒58。迄今，尚无人打破。但
是，未来肯定会有人打破。这要从两个
方面看：一是人类打破百米世界纪录
的间隔时间，一是打破世界纪录或取
得世界一流成绩的运动员数量。

人类男子百米最大的突破是从
10秒关进入9秒关。1968年，美国选手
海因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破10”的
人，为9秒95。然后，又用了20年，人类
百米成绩才提高了0.03秒。1988年，美
国名将刘易斯在汉城奥运会上跑出9
秒92。2005年6月14日牙买加选手鲍威
尔跑出9秒77。直到2008年，同为牙买
加选手的博尔特以9秒69破了鲍威尔
的纪录，然后是2009年的9秒58。根据

上述数据，人类要在100米中每缩短
0.01秒，都可能需要至少3年。

今天，男子运动员“破10”早就不
像以往是单兵突破，而是群体突破。
世界田联的数据显示，在1968至2008
年的40年里，有67名男子运动员突破
百米10秒大关。2008年到2018年的10
年，又有70人加入了“破10”行列。2019
年到2021年7月初，又有17名男子选
手首次达到“破10”成绩。

大量运动员加入“破10”行列，为
未来的极限突破创造了从量变到质
变的基础。但是，最大贡献主要不在
于人生物能力的演化，而在于科技的
帮助。科技因素既可以提升运动员的
运动能力，也能改善竞赛场地、设备
和器材，从而提高运动员成绩。

根据基因选材是让人类的百米纪
录有持续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

研究表明，包括博尔特在内的飞人体
内都存在名为ACTN3的基因变体和
其他基因变体，能使快速收缩的肌肉
纤维产生一种活性蛋白。这些纤维能
够在无氧环境下运作，让人跑得更快。

2020年10月，英国拉夫堡大学
的研究团队又发现，臀大肌对于运
动员在跑道上达到最快速度至关重
要。因此，未来针对臀大肌的训练将
会提高运动员的百米成绩。

在设备方面，短跑选手穿的跑
鞋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最新款式
的跑鞋重量可能不足150克，而且材
质也有变革，如以碳纤维为鞋底的
跑鞋让运动员跑起来轻松了一些。
合成跑道同样可以提高百米成绩。
现在，为了在跑道上达到更快的效
果，连跑道平面上硫化橡胶颗粒的
形状都成为考虑的新因素。

当然，在营养和训练上，科学的
介入也会提升运动员的速度。如对
短跑选手技术动作的全面分析，并
加以改进，以及训练提升反应时间
等，也都能微小地提高成绩。

此前，不同的科学家对人类百
米的极限做过预测。德国一所大学
荷兰籍数学家阿尹马鲁对田径各个
项目的世界纪录进行研究后，认为
人类100米的极限为9秒29。但是，英
国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泰特姆在经
过统计学的分析后，预测2156年人
类能跑到8秒079。

这些预测各有根据，但未必就
是人类100米的终极极限。因为，人
类可以利用的科技力量总是在改善
人类的运动能力。因此，100米和其
他项目的极限总是在打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张田勘

“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
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
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四川省攀枝花市
7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促进
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措施》，提到发放育
儿补贴金。这是“三孩”政策来了以后，国内
首个宣布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当然，要想获得这个补贴，还要符合：
夫妻双方的户籍均在攀枝花且双方均参加
了攀枝花市社会保险，按政策生育第二、第
三个孩子，第二、第三个孩子的户籍需在攀
枝花。如果措施落实到位，至少能带来两个
影响：首先，多生育的家庭能获得物质上的
补助，以及社会观念的鼓励。再者，新增的
人口将算在攀枝花市。

如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
国近年面对的重大人口问题。基于各种
现实考虑，迎来了“三孩”政策。但是，不
少网民也表示：不是不想多生孩子，而是
担心生二孩、三孩后会降低生活质量，在
经济层面上难以支持。因此，要想落实好

“三孩”政策，就必须配套相关支持措施，
尤其是在“真金白银”上提供足够的支
持，让多孩家庭减少后顾之忧。

虽然一个月多给 500 元，并不是一
笔巨资。但对一些城市而言，政府的财政
收入能力有限，居民的平均工资与当地
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每月 500 元也不
能算很小一笔钱。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
明确的信号：政府将会从物质层面给予
多生育的家庭必要的支持。毕竟有了这
样一个“好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加人
性化的措施，惠及二孩、三孩家庭。

在大政策背景下，做好落实“三孩”
政策的配套措施，全国各地或将会从本
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关支持政策。由
于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政府的财
力也不一样，在制定支持政策时可以参
考其他地区的做法，但绝不能“一刀切”。

再者，光靠“发钱”还是不够，这只是一
个基础性的补助措施。相关配套措施还包
括对二孩、三孩家庭在教育、医疗乃至住房
上的“实惠待遇”，并在全社会进一步提倡

“优化生育”“提高新生人口”的观念，让更
多人发自内心地愿意多生育。全国各地的
政策制定者还需审慎考虑，积极应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西蒙

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应急指挥部1日发布公告，为了减少
聚集流动，四川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带头，非必
要不离川；控制会议频次和规模，减少
聚餐聚会，各类大型活动非必要不举
办；旅游景区严格执行“预约、限流、错
峰”措施，暂缓组团跨省旅游。

记者了解到，根据公告，中高风险地
区入（返）川人员和“四川天府健康通”为
红、黄码人员，应第一时间主动向村（社
区）报备，积极配合落实核酸检测、隔离
管控、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对瞒
报、谎报、迟报疫情，或者阻碍防控工作
人员履行职责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

四川发布公告：
各类大型活动
非必要不举办

暂缓组团跨省旅游

新冠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王某在雅安行程公布

8月1日，雅安市疾控中心发布消
息称，2021年7月29日22时34分，雅安
市疾控中心接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协查
信息：成都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李某的
密切接触者王某现在雅安市，经流行病
学调查，王某自驾从重庆出发，途经成
都，27 日晚因肚子疼在成都市第一人
民医院与新冠肺炎患者李某有接触，于
28 日到达雅安市，现在将王某在雅安
市的活动轨迹公布如下：

7 月 28 日 12：00 自驾从成都到达
雅安雨城区，并在万达对面“一把火哒
哒面”吃面；

14：00自驾到达碧峰峡景区，并乘
坐观光车参观猛兽区、游览彩虹滑梯；

17：00-18：00，邻山听雨酒店办理
入住；酒店餐厅吃饭，饭后返回酒店房
间休息；

7月29日7：00在酒店餐厅吃早餐
后自驾到达熊猫基地；

11：00自驾到达上里古镇游玩；
14：10回到酒店未外出；
7月30日凌晨，王某即转运至集中

医学观察点隔离观察，首次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

请在上述时间和地点与王某有可
能接触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村组）、工
作单位、所住酒店报备；并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情况下，尽快到就近的新冠肺炎
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奥运会开赛至今，中国健儿拿下
24金（截至发稿时），能获得这样的好
成绩，奥运健儿功不可没。国内媒体
欢欣鼓舞，同时也接连出现一些铜臭
味十足的论调——有的自媒体计算
起金牌“能带来的价值”，又是奖励金
额，又是仕途前景，又是保研名额，好
不诱人。如此论调横行，也逼得部分
运动员和家属不得不做出回应。仔细
翻翻网上言论，类似观点竟不在少
数。这种对奥运金牌降格并按照自己
一厢情愿估价的言论，既利欲熏心，
又铜臭十足，既低级，又扭曲。

从往届奥运会来看，得到金牌的
运动员除了荣誉加身以外，确实可以
得到部分物质方面的奖励，有的地区
奖励的数额可能还比较高。但是，据
此把金牌等同于利益，甚至狭隘地将
其等价于金钱，实在是大错特错。

把金牌等同于金钱，欲将奥运精
神置于何地？奥运精神，是追求更快、
更高、更强的精神，是寻求突破极限、
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在全人类对抗新

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本届奥运会在
奥林匹克格言中加入了“更团结”的
新意涵。奥运会，是具有完善人类体
魄与推动人类精神发展的双重意义
的运动会，奥运精神作为奥运会的
核心，其意义重大，非金钱利益可以
指代，更非金钱利益能涵盖得下。

如果将金牌等于金钱，相当于抹
杀了运动员成长背后的体系支撑。赢
得金牌的过程，不是春风得意、一路光
鲜的过程，而是一个艰险重重、深渊探
宝的过程。运动员是拼搏取宝的勇者，
教练是为其照明指路的光源，系在他
们身上的安全绳则是国家在背后的体
系支撑，绳在人在。人们可能习惯于认
为“夺金靠的是天赋异禀的个人”，但
他们背后的支撑体系又何尝不重要。

一些人只看到金牌的“金”字，却
看不到金牌的“牌”字所代表的认可。
金牌代表一项运动在一段时期内的
最高荣誉，是人类不断挑战自我体能
极限和精神极限的象征。镜头对准领
奖台时，映入眼帘的是运动员的笑容
和闪亮的奖牌；镜头未展示给观众
的，是千万次重复的训练，是汗水、绷
带甚至伤病。那些“金牌能值多少钱”
的论调，可以休矣。
作者 黎芷筠（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这两天，东京奥运赛场上围绕
裁判的争议异常热闹。

说得最多的，是7月28日的体
操男子个人全能赛。那场比赛里，日
本选手桥本大辉一条腿直接踩出界
外，但获得了14.7的高分，并最终拿
到金牌。

这在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已经退役的体操名将纷纷表达质
疑，社交平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
对裁判的谩骂。压力之下，国际体联
7 月 30 日在官网公布了评分细节，
证明打分无误。国内舆论场也出现
了一些专业的分析，从体操运动的
规则本身来解读打分公正与否。

当然，这些专业说明也未必能
服众。而且在体育赛事里，裁判无意
的失误、有意的偏袒，也不少见。历届
奥运会上，不少国家的运动员都曾遭
遇过类似情况，很多也确实被证明为
误判。可以说，自有竞技体育以来，

“黑哨”之类的争议就相伴相生了。
但在今天，由于网络社交平台

的兴起，奥运会的解读层次变得更
加大众化、平民化、外拓化。想想以
前，我们对比赛的理解主要依赖专
业媒体、电视主播、特邀嘉宾，但现
在大多是刷刷微博，跟在广大网友
后面吐槽几句。这样形成的现象是，
整体舆论场上情绪表达多，专业分
析少；吃瓜心态多，理性判断少。

不过无论是竞技体育发展，或
是赛后维权，显然更需要的是专业
主义。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其规则
设计、战术安排都已经非常专业、复
杂。哪怕是遭遇了不公平对待，在规
则框架内寻找依据进行申诉，才更
有获得更正的可能。

对于大众来说，也有必要对这种
认知门槛有大体的认识。而这种认识，
更是举办体育赛事的目的，让大众在
屏幕里了解体育的魅力与精致。

围绕裁判的争议，应该成为普
及体育专业主义的契机。值得欣慰
的是，在一些关注体育的社交平台
上，讨论基本上是专业的；也有很多
对体操知之甚少的网友，在英语文
献里寻找着“落地出界究竟扣几
分”。这种探讨就是相对有含金量
的，我们观看体育运动的目的，终究
是为了更了解一门运动，而非只是

寻找一个情绪发泄的通道。
理解体育的专业主义，也有助

于我们重新认识运动员，认识体育
精神，进而涵养心态。

今年，奥林匹克的标语还加入
了“更团结”，体育专业主义也是个
包括从规则到精神的丰富概念，是
在团结与尊重等宏观价值之下，展
开身体与智慧的较量。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写道，体
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战争”终究
避免不了热血、冲突乃至强烈的社会
情绪。但人类之所以发明体育，事实
上也是为了让竞争变得克制、可控、
理性。我们今天观赛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会有不满、质疑，但如何让
这种情绪变成对体育运动的全面理
解、对体育精神的深刻认识，也是社
会理性成长的必修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之

无论是竞技体育发展，
或是赛后维权，更需要的是
专业主义

餐食、水果、零食……
居民“投喂”

7月28日上午，得知自己要在
咖啡店住下的Henry迅速接受现
实，开始盘算自己的生活物资。店
里有沙发、空调、投影仪，乍一看，
在这里的日子可以过得不错，但
是细细一想，“吃什么”这个问题
似乎有点难解决。“店里没有食
材，也没有可以做菜的设备。”

Henry告诉记者，在封控区内
可以点外卖，然后到指定地点去
拿。“不过外卖点离我有一公里
远，要走十分钟左右，我店里又在
营业，走不开，所以点外卖也不是
太方便。”据他说，周围有还在营
业的餐馆，离他的距离也比较远。

一筹莫展的Henry等来了熟
客刘女士。“她几乎每天都会来
买咖啡，她那天来店里发现我被

‘滞留’在店，就说有好吃的就给
我带一点。”Henry告诉记者，一
开始他只是以为“偶尔家里有好
吃的才会顺便给他带”，但后来
他发现，刘女士是每餐都做好了

专门送过来。“她说看到我这里没
条件吃饭，所以就给我送饭吃，我
真的觉得很温暖。”说到这里，
Henry笑得很开心，“送的都是好吃
的菜，全是鸡肉、牛肉之类的。”

感动了Henry的送餐行为，在
刘女士看来，只是自己“顺便”做的
事。“大家这段时间同在这块封闭
的区域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
样，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

除了餐食以外，附近居民还
承包了Henry的水果、零食和生活
用品。在Henry的朋友圈发布的聊
天截图记者看到，有人要给他送
去音响和游戏机，有人问他要不
要吃木瓜，有人问他想不想吃红
油鸡块，有人问他想不想吃汉堡
……

除开吃喝，Henry的穿衣住宿，
也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有熟客
询问，Henry在哪里睡觉？换洗衣物
怎么办？……对此，Henry笑着说，
自己就在店里沙发上睡觉，而且老
板Jacky也将换洗衣物送到了封控
区。“我想吃什么他也会第二天买
好给我送过去。”

给大家做咖啡
温暖回传

在店里没事做的Henry，索性拾
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做咖啡。

“住在周边的喜欢喝咖啡的人很
多。对我而言，咖啡是一个媒介，是人
与人交流的桥梁，也是撑起大家心里
休憩天地的一根支柱。”Henry说，居
民们生活在封控区，不仅是有吃饭这
类刚性需求，也会有想喝杯咖啡的消
费需求。7月29日，烈日当空，看到在
烈日下坚守岗位的警察和医务人员，
Henry想为他们带去一丝凉爽。于是
他做了16杯咖啡，送给现场的工作
人员。“就像居民给我送东西的心理
一样，只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让周围的人能过得舒服一点。”

重庆出生、昆明长大的Henry来
成都已经4年多了，在他看来，成都
是一座包容性很强，很友善的城市。
而这次经历，更让他感触颇深。“有
一句话是患难见真情，我真的在这个
特殊的状况中，看到了来自身边人的
关心和温暖，感受到大家的关怀，让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人。”

周边居民送来米饭水果
还有人问要不要游戏机……

咖
啡
师

近几日，成都艳阳高照、“热晴”似
火，最高气温稳定在36℃上下，个别地
方达到37℃以上。高温下，成都东站西
广场外的测温通道中，5名工作人员早
已汗流浃背，上衣早已湿透，佩戴的手
套因为汗水已完全粘在手上。据工作
人员介绍，高温下她每日要核验超
10000人的健康码，每天回到宿舍第一
件事就是洗澡、洗衣服。

下午13时，炙热的阳光照射下，人
们匆匆而行，即使打着遮阳伞，也迈着
碎步，跑向进站口，不愿在太阳下多待
一分钟。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成都
东站4个进站口外均设置了进站测温通
道，旅客进站前需出示健康码，并测体
温正常后才可进站。熊玲今年24岁，是
成都东站西进站口测温点的工作人员，
每天从早上5点半开始，她便已经出现
在测温通道内，仔细认真的查验每一位
进站旅客的健康码、体温。

记者透过熊玲佩戴的手套可以
看到，手套内已经积攒了很多汗水，整
个一次性手套完全贴合在手上，当她
摘下手套时，手已经出现轻微泛白。

“前两天温度升高后，我就出现了
中暑症状，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回家休
息了。”熊玲告诉记者，中暑第二天头
还有一些疼，但又起了个大早，坚持回
到了工作岗位。她虽然也曾想过换到
其它进站口处工作，但想到换来的人
一样要忍受高温，并且这里还有熟悉
的环境和人，便又默默坚持了下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记记
宅
店

咖啡师Henry怎么也没想到，
自7月28日早上8点多踏入自己工
作的、位于天府二街附近的一家咖
啡店，就“走不脱了”。

因疫情防控需要，7月28日，成都
高新区天府二街周边部分区域实施封
控管理。于是，刚到店不久的Henry，
就接到了封闭管理不能离开的通知。

孤身一人在咖啡店，没有换洗衣物
与生活用品，没有条件做饭，他本以为
自己在封控区的生活会过得有些“凄
惨”。可没想到，周围居民自发为他送饭，
还为他送来零食、水果，而他也在封控
区里找到了事做——为居民做咖啡。

作为封控区尚在营业的咖啡店
中唯一的咖啡师，Henry用咖啡为
封控区居民搭建起了一片休憩之
地。作为一种“回报”，居民也包揽了
Henry的生活所需。

用Henry的话来说就是：“患难
见真情，这一次的经历带给我的触
动特别大。”

Henry在咖啡店中

辛苦了，
测温员

每天查验上万人
手套里全是汗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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